洪信萍

星宇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| 技術組長
國立東華⼤學 | 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 ⼤學畢業

台北市內湖區 | 7~8年⼯作經歷 | 希望職稱：設計主管/UIDesigner/網⾴設計師/前端⼯程師

個⼈資料 女 、 30歲 、 未婚
就業狀態 待業中
主要⼿機 0975-239-030
E-mail

beckyhung76@gmail.com

通訊地址 台北市內湖區南京東***
英⽂姓名 Becky Hung
聯絡電話 (03)439-4886
聯絡⽅式 (電話聯絡，10:00~19:00)
駕駛執照 普通重型機⾞駕照
⾝⾼體重 168cm 、 50kg

學歷
國立東華⼤學

2008/9~2012/6

平鎮⾼中

2005/9~2008/6

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 ⼤學畢業
⾼中 ⾼中畢業

⼯作經歷
總年資

7~8

年⼯作經歷

/

星 技術組長
星宇航空股份有限公司

2019/1~2020/2
1 2

年 個⽉
普通航空業 500⼈以上 )
網⾴設計師 管理5~8⼈ 台北市內湖區
1. 帶領UI/UX團隊（6⼈）
2. 與各產品負責的PM、IT⼈員進⾏溝通、協調
3. 執⾏及協調團隊完成各系統介⾯Kiosk,機上娛樂系統,PC,Mobile及APP(Android, iOS)在介⾯的⼀致性及
完整性
4. 多語系(i18n)的UI設計
5. 無障礙(WCAG)的UI設計
6. 舉⾏定期的教育訓練，提升及統⼀團隊成員的專業技能(ex:網⾴切版、Bootstrap4, iOS & Android
(

Guideline)

帶領UX設計師研究各航空公司的競品分析
8. ⿎勵團隊成員的設計發想，每週進⾏⼀次的主題式靈感分享(ex:Design System的協作)
7.

K

F

Senior UI Designer &UI Team Leader

酷遊天股份有限公司 ( 旅遊服務業 100~500⼈ )
網⾴設計師 管理4⼈以下 台北市南港區
1. 帶領UI團隊（4⼈）
2. 與各產品負責的PM、IT⼈員進⾏溝通、協調
3. 執⾏及協調團隊完成前台介⾯PC, Mobile 及 APP(Android, iOS)在介⾯的⼀致性及完整性
4. 多語系(i18n)的UI 設計
5. ⾏銷Campaign的設計及切版開發：Event page, Email, Landing page..
6. 執⾏所有後台系統的設計及切版開發
7. 建立KKday前台介⾯的Design Guideline，便利⼯程師及平⾯設計師的開發
8. 在團隊內進⾏Scrum的開發法
9. 舉⾏定期的教育訓練，提升及統⼀團隊成員的專業技能
10. ⿎勵團隊成員的設計發想，每週進⾏⼀次的主題式靈感分享 (ex:互動設計的動畫)
KKday

UI Freelancer

網際網路相關業 1~30⼈ )
網⾴設計師 桃園市中壢區
1. 網⾴設計、切版
2. APP UI 設計
3. 多語系(i18n)的UI 設計
4. Banner設計
5. EDM設計
6. 名片設計
Freelancer (

映 網⾴設計師
映瀚科技 網際網路相關業
(

網⾴設計師 台北市松⼭區

⼈)

1~30

2016/9~2018/10
2 2

年 個⽉

2016/3~2016/9
7

個⽉

2015/7~2016/3
9

個⽉

運輸業CRM系統設計及切版
2.多語系(i18n)的UI 設計
3. 名片設計
1.

/

寵 前端⼯程師
寵⽑網股份有限公司

網際網路相關業 1~30⼈ )
網⾴設計師 ⽉薪40,000元/年薪520,000元 台北市⼤安區
1.官網的⾴⾯設計及切版
2.⾏銷Banner設計
3.⾏銷活動⾴設計及切版
(

全 軟體⼯程師
全球商業網股份有限公司

網際網路相關業 1~30⼈ )
網⾴設計師 台北市內湖區
1.台灣⼤哥⼤myBook書城網站UI設計及切版
2.台灣⼤哥⼤myBook書城⾏銷活動⾴切版
3.台灣⼤哥⼤myBook書城⾏銷EDM設計、Banner設計

私 鋼琴家教
私⼈家教 ⼩學教育事業

(

⼈)
⾳樂老師 花蓮縣花蓮市
教授⼩學ㄧ年級的女⽣彈奏鋼琴
(

鑄

1~30

數學輔導老師

鑄強國⼩ ( ⼩學教育事業 100~500⼈ )
國⼩學校教師 花蓮縣花蓮市
課後輔導計畫，所以教授、輔導過⼀名⼩學六年級的男⽣數學以及英⽂。

2014/11~2015/7
9

個⽉

2012/7~2014/9
2 3

年 個⽉

2008/10~2010/8
1 11

年 個⽉

2008/9~2009/6
10

個⽉

求職條件
希望性質
上班時段
可上班⽇
希望待遇
希望地點
希望職稱
希望職類
希望產業
⼯作內容

全職⼯作
⽇班
錄取後隨時可上班
⽉薪 70,000 元以上
台北市南港區、台北市內湖區、台北市中⼭區、台北市中正區、台北市信義區、台北市⼤安區
設計主管/UIDesigner/網⾴設計師/前端⼯程師
網⾴設計師、多媒體開發主管、藝術指導 ／藝術總監
軟體及網路相關業
1. 帶領設計團隊統籌整體視覺設計
2. 網站UI設計及切板
3. APP UI (iOS & Android)設計
4. ⾏銷⾯相關設計：活動⾴、Email、Banner

語⽂能⼒
中⽂

聽：精通 | 說：精通 | 讀：精通 | 寫：精通

英⽂
聽：中等 | 說：中等 | 讀：中等 | 寫：中等
台語
精通

/

作品附件

作品集網站QRcode.png

作品集網站QRcode

專長

擅長⼯具
影像處理類：Adobe Photoshop
#Adobe Photoshop

其他擅長⼯具
Sketch, Github, Sublime Text

⼯作技能
使⽤者介⾯設計、網⾴語法撰寫、網⾴軟體操作、多媒體影像處理
#

使⽤者介⾯設計 #網⾴語法撰寫 #網⾴軟體操作 #多媒體影像處理

其他⼯作技能
APP UI(iOS&Android),HTML5, CSS3, jQuery, Javascript, RWD Framework

證照

其他證照

獲頒Google Play最具淺⼒APP
2.2019 40 Under 40 (40個40歲以下的科技女性) 得獎⼈
1.2018
--

⾃傳

作品集：https://www.beckydesign.com.tw

在2012年畢業之後就開始出社會⼯作，
第⼀份⼯作就是在⼀間專⾨做電⼦書城的公司當網站設計師。
進入⼯作職場之後發現，
在學校學到的技能根本就不如出社會⼯作⼀個⽉所學。
這讓我了解到在⼯作上每個參與的專案，我都會當做非常重要的機會，
透過這些實戰經驗增強了我設計及切板的技術。
第⼀份⼯作待了兩年，這兩年內我參與了許多專案。
專案裡⾯最知名的就是台灣⼤哥⼤電⼦書城專案、⼩⽜頓電⼦書城專案。
值得⼀提的是我參與過最遠的專案，我在今年去了幾趟越南出差，跟越南第⼀⼤出版社談電⼦書城的UI/UX設計，比較
可惜的是這個專案我還沒參與到結束我就先離職了。
離職後靠著⾃⼰所學到的⼀些技能也陸續的接到了案⼦，
即便如此還是希望可以在⼀間穩定的公司裡繼續學習成長！

/

所以在當了⼀段SOHO之後，
加入了⼀間做寵物資訊整合平台的網站公司“寵⽑網”。
⼯作和薪⽔都相當穩定，但是公司對於員⼯的發展、進修卻不是很在乎，
這讓我深刻的了解到，⼀個重視員⼯成長的地⽅⼯作是相當重要的事情。
所以選擇離開這份“穩定”的⼯作。
年7⽉在離開“寵⽑網”之後，
加入了“映瀚科技”
這間公司是個新創的⼩團隊，
主要在開發航運⽅⾯的系統
我在這個公司主要的⼯作是負責⼀起思考流程規劃後
將系統的UI設計、切版出來。
在2016年3⽉會離開這間公司最⼤的原因，
是因為⽗親的⾝體狀況出問題需要有⼈時常陪伴。
2015

年9⽉，因為⽗親的⾝體狀況趨於穩定
所以加入了“KKday 酷遊天股份有限公司”
主要負責內容是前台網站、後台系統以及APP的設計開發
除了開發之外，同時還被指派了管理團隊（4⼈）的任務
這也是從所未有的經驗，我也很感激有這樣的機會
在這個經驗裡，我也發現了⾃⼰對於管理團隊的興趣
能把整個團隊凝聚起來，⼀起分⼯在有限的時間及資源內做完更多的事情
是個非常有成就感且具有挑戰的事情
2016

我的團隊成員，都比我還要早加入KKday
所以他們的先備技能可能都是平⾯設計的能⼒
也因此我加入團隊之後第⼀個重點在於「教育訓練」
把⼤家的專業技能⼀起提升。
更因為都是⼀起教育所以寫出來的程式及設計的眼光都會比較⼀致
不論是在溝通協作上更能讓彼此更好合作。
這也認我認知到教育真的是⼀件很重要的事情
也因此即便到現在已經超過⼀年的時間，我們還是會定期舉辦教育訓練
來整合釐清我們所⽤的技術、觀念
同時也很感激，團隊的成員各⾃都非常努⼒且上進
不僅能夠完成網⾴設計切版的⼯作，
甚⾄也可以把APP的設計做到不只是美觀，同時還符合各系統的設計準則。
是個給年輕⼈機會的公司
包括我⾃⼰也是受惠的⼈之⼀，因為也給予了我團隊帶領的機會。
KKday

由於是個成長速度快的電商，
所以無論是需求或者是組織架構都是⼀直不停的遞增及變化
在離開KKday後，加入了星宇航空
看到台灣有個新興且注重質感的航空公司真的非常吸引⼈
⽽會讓我想要加入的原因
是因為在這應該會有許多的產品及內容需要製作和優化

/

⽽在星宇的⼀年裡的確也實際參與許多⼤⼩專案(機上娛樂系統、報到系統..)
甚⾄也⼀起⾒證了⾶機的⾸航（也實際體驗了商務艙）
⽽實際在技能上的學習，更跨越了原本只設計PC和Mobile的思維
更因為在更龐⼤的公司規模，因此也學習了不少溝通的技巧
在這完成了階段性⾃⼰想要達成的⽬標後
我想尋找更好的機會，
希望能夠跟很棒的團隊⼀起合作
我也會盡我所能的為團隊帶來效益。
如果可以，
希望你們給我⼀次機會，
讓我成為你們的⼀份⼦！
我的作品網站：http://www.beckydesign.com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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